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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打造「金融＋科創」雙核引擎

海歸：深圳雙創造夢圓夢

陳廣漢倡跟蹤評估《綱要》落實

香江補短板 升級競爭力
張燕生：港研發及製造業弱 靠創新再工業化增值

《綱要》提出香港要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
大都會。張燕生指出，這是香港未來的

發展目標，其中最核心的關鍵是「更具競爭
力」，如何讓香港「更具競爭力」？這位專家認
為，這方面也體現了《綱要》的一大亮點，那就
是一再強調要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此
外，還對香港所存在的短板和弱項也提出許多彌
補措施。

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
「香港有很多特別強的地方，但是短板和弱項
亦非常明顯。比如香港的研發強度還不足深圳的
1/5，所以規劃提出一系列科技創新的舉措；香港
的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也非常弱，因此規劃就提
出了香港再工業化的問題；此外，香港此前還存在
『掐尖』問題，只做最掙錢的東西，不做大規模的
東西。」張燕生說。
張燕生指出，香港要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

會，就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在國家發展的
一盤棋中，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以及為國家發
展更主動地提供一些服務和合作，來發展一些過去
香港沒有但今後可能會有的東西，比如說科技創
新、高端製造、工業服務、生產性服務等。「這樣
香港的結構就會適度多元化，經濟上也不會僅僅只
依賴金融、房地產、航運和貿易，會在一些高端領
域真正形成一些獨特的優勢，比如，人工智能、知
識產權創新成果、中醫藥檢測等。」

這位專家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而言是
千載難逢的一個重大機遇，會讓香港此前的短板和
弱項得以補齊，讓香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
一個新的香港，一個更具競爭力的香港。

開放和包容非常重要
張燕生指出，不只是香港，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每

一個中心城市、重要城市都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在這位專家看來，粵港澳大灣區所對標的就是舊金
山等三個國際一流灣區，「目前粵港澳大灣區成為
國際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已經具備，《綱要》就是
要讓這些基礎條件成為現實，讓粵港澳大灣區成為
國際一流灣區。」

遵循五大發展理念
張燕生認為，要實現《綱要》所提出的各項發展

目標，還要遵循五大發展理念，第一個理念是創
新；第二個是協調，希望灣區是真正的同舟共濟，
充滿協調的灣區；第三個理念是綠色，希望大灣區
即使地區富了，也不要過於任性、鋪張；最後兩個
理念是開放和包容。
張燕生指出，開放和包容非常重要，因為粵港澳

大灣區未來建設和發展，還需要得到當前三大國際
灣區的支持和合作，「如果擁有舊金山灣區所具有
的創新人才和機構，紐約灣區的金融創新人才和機
構，東京灣區現代製造業和服務業人才和機構，那
麼，粵港澳大灣區將非常強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日前發佈，全

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張燕生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已經

具備成為國際一流灣區的基本條件，該《綱要》就是讓

這些基本條件成為現實的指導性文件。張燕生表示，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對香港而言，是一個千載難逢

的歷史機遇，香港不只是傳統優勢會變得更強，此前

所存在的短板和弱項將會得以補齊，特別是在一些高

端領域會產生自己獨特的優勢，成為一個更具競爭力

的國際大都會。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山大學
粵港澳發展研
究院副院長、
首席專家陳廣
漢18日接受記
者 專 訪 時 指
出，《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港澳和珠
三角地區作為整體進行規劃，突出
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未來國家經

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方面的引領作
用。
陳廣漢表示，《綱要》希望粵港

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作
用，並制定了近期至2022年、遠期
展望至2035年的時間表。
陳廣漢認為，《規劃綱要》在頂層

設計方面，規定了中央各部門在大灣
區發展過程中如何根據職責制定政策
措施、如何調動國家職能部門的責任
和積極性等；在推進粵港澳三地合作
方面，強調「一國兩制」及發揮港澳

的獨特優勢。
他提到，《規劃綱要》明確表
示，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
利；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港澳的獨特優勢不應受到質疑。
對於未來各地區各部門對《綱
要》的落實，陳廣漢建議，包括國
家發改委、國務院港澳辦等，可對
落實情況進行跟蹤評估，得到一些
可量化的指標，以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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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設宜居宜業宜遊優質
生活圈方面，《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對教育着
墨不少，其中，對在珠三角
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子女教

育，可與內地居民同等享受義務教育和高中
階段教育的權利。在內地創業多年的港人林
惠斌，感觸頗深，稱港人子女內地上學的種
種障礙將破除，是一項非常實用和實在的民
生福祉。
林惠斌在廣州創業20年，子女亦在廣州
生活和上學，全家已經深度融入內地發展。
兒女上學問題，曾一度令他非常困擾。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兒子已經在廣州
一家私立學校讀初一，與公立學校優質教育
資源相比，私立學校還有一定差距。當初曾
申請讀公立學校，但因為兒子是香港身份而
未能如願。
前幾年，女兒又面臨上學問題。這一次，
他找到當地政府，女兒得以上了廣州海珠區
一所公立小學。
此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

在粵港澳居民子女上學問題給予了充分的政
策支持。《綱要》指出，加強學校建設，擴
大學位供給，進一步完善跨區域就業人員隨
遷子女就學政策，推動實現平等接受學前教
育、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確保符合條
件的隨遷子女順利在當地參加高考。研究賦
予在珠三角九市工作生活並符合條件的港澳
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同等享受義務教育和高
中階段教育的權利。
林惠斌說，這也意味着，今後在粵港人子
女上學將有政策支撐。「隨着越來越多港澳
居民到珠三角工作和生活，政策效應將越來
越明顯，也反過來吸引港澳居民北上發
展。」
另外，《綱要》還提出，在廣東建設港澳

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這也讓港
澳居民子女異地上學有了更多選擇。
港人期待，相關政策能夠盡快出台，亦要明確綱要中
所提的「符合條件」是哪些具體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陳廣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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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來了就
是深圳人」。無論是前海的創新創業者，
還是從歐美學成回國的海歸，甚至在深圳
工作的美國專家，都把見證奮鬥、連接未
來、成就夢想的深圳，當作他們的又一個
故鄉，他們的元宵節也過得特別有滋味。
「Ocean payment錢海」是一家飛速發

展的深圳跨境支付金融科技企業，昨日該
企業舉行下午茶共度元宵佳節。聯合創始
人劉超峰說，深圳和前海是造夢圓夢的地
方，自打從與這座城市結緣他就沒想過離
開。
他說：「我懷着對夢想的憧憬和對未來
的渴望來到深圳，這裡年輕激情有活力，
更重要的是有開放包容的營商環境，實質
性鼓勵創業創新。」2014年「錢海」創
建，如今支撐全球500多種支付產品，與
近百家國際金融機構保持業務合作或戰略
關係，成為visa、mastercard、美國運通、
中國銀聯、Discover的認證服務商或成員

機構。
深圳大學法學院教師陳夢博士的元宵節

團圓飯是四代同堂。2016年她作為「孔雀
計劃」引進的人才來到深圳。
陳夢說：「深圳作為我的第二故鄉，我

一直都覺得這裡家的感覺非常濃厚，今年
還接來了外公和爸媽一起來深圳團聚。」
她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發佈，相信深圳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孟百思博士是一位美國教育專家，如今

是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教育國際化高級顧
問，南科大一小、二小的外籍副校長。她
1999年從美國舊金山來到深圳，致力於將
西方先進教育理念傳播到中國，同時非常
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正逢元宵佳節，她與
學生一起吃元宵，感受濃濃的節日氛圍。
前海管理局人才工作處處長助理譚亞岸

表示，前海將進一步完善人才政策體系，
建立人才自由發展服務體系，不斷提升人
才服務管理體制機制。

 &

郭萬達：《綱要》體系完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中國（深圳）綜合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
記者專訪時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綱要》體系完
整、內容豐富，注重發揮港
澳的獨特優勢，並進一步強
調了改革與開放。
郭萬達指出，《綱要》內

容不只是經濟層面，也涉及
到環境、社會、體制機制等
多個領域。在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的原則下，
《綱要》各方面體現了對港
澳的支持、推動港澳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在尊重體制差
異的同時，探索豐富「一國
兩制」實踐。

郭萬達表示，《綱要》提
出的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
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
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
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宜
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五
大戰略定位，是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重點。
他認為，《綱要》將為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新動能
和新的增長空間，也將促進
港澳與內地更好地融合發
展，並帶動周邊區域協調發
展，逐步解決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問題。
他也指出，《綱要》的具

體內容還要進一步落實，相
關專項規劃、實施方案及更
多重要政策還要逐步落地。

■■大灣區港澳居民子女上學難題將大灣區港澳居民子女上學難題將
破解破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綱要》）前日對外發
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產業規劃部戰
略規劃處處長李鋒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要實現《綱要》提出的系列目
標，形成合力則是關鍵。這位曾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前期研究的專
家指出，《綱要》對香港也提出打造
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的新目標，
要實現這一目標，香港則更要注重形
成金融傳統優勢加上科技創新的雙核
競爭力。

成為更具競爭力大都會
李鋒表示，《綱要》對粵港澳大灣
區提出五大定位，其中最大亮點是，
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國家的長三角、
京津冀區域，其定位是一個面向未來
的，要承接和體現中國高質量發展的
灣區，特別是在科技創新、創新驅動
方面，要在全球範圍內起到引領作用

的灣區，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高質量發
展的典範。
《綱要》提出，香港要打造更具競

爭力的國際大都會。李鋒認為，這也
是該《綱要》不同於「十三五」規劃
香港篇章的一個新亮點，對香港未來
發展將起很大的推動作用。「之前香
港曾提出要打造亞太地區更具競爭力
的大都會，我當時就曾建議應該去掉
亞太地區，香港應該是面向國際的大
都會。要讓其更具競爭力，科技創新
最關鍵。香港要形成金融等傳統產業
優勢加上科技創新的雙引擎，形成雙
核競爭力，很快就可以超過現有的對
手，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還需要打造一
個在世界都有影響力的科技企業，比
如內地的華為等。」

李鋒：灣區形成合力最關鍵
《綱要》列出粵港澳大灣區短期和

長期兩個目標。李峰認為，實現系

列目標，形成合力最為關鍵。他表
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模式
可以從四個方面着手，第一是共建
合作平台，第二是培育合作項目，
第三是創新合作機制，第四是完善
合作政策。「一方面要解決同質化

產業的合作問題，形成合力。另
外，還要打破體制制度方面所存在
的障礙。最重要的是內地與香港澳
門共同形成科技創新的合力，打造
出一個類似硅谷一樣的科技高
地。」

■■李鋒表示李鋒表示，，香港更要注重形成金融傳統優勢香港更要注重形成金融傳統優勢
加上科技創新的雙核競爭力加上科技創新的雙核競爭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燕生 網上圖片


